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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研制的桂瓦，采用多屏绝热结构，内胆通过到管悬吊，无其它导热途径.悬吊结构

果用的擅纹管密封，球面-摩圃活动式支承，可矗兔过去的直接焊接式因受冲击力而断羁的

缺.~.桂瓦酣件齐全，使用安全方便.由于R好的绝熟设计，精心的施工检验，使社瓦的绝

费良性能达到国内外的先进水平.

提...液氮多屏绝热



DEVELOPMENT OF LIQUID

HELIUM STORAGE DEWAR

OF THE MULTISHIELD

四IERMAL INSULATION TYPE

Zens Fanan He Ji

(Southwestern Inst:tute of Physics, Sichuan)

ABSTRACT

The DeWar with multisbieId thermal insulation str田ture has 恒en

developed. The inner vessel is suspended with neck tube and there are

no other thermal conductinl channels.Tlle suspension su配ture is sealed

with the bellows and supported by a movable spherical bezel.Thus the

previous drawbacks of outbreak due to the derect weldin, and shock

force are avo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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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a

址瓦害器是摄低温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我们对这种容量的使用维修，注计制造极累

了一定的经验. 19'Z年曼圄内单位委托，研制害量为looL.. SOL的攘虱贮存桂瓦， 1915 年小

It量嗣造完毕.经实测，攘氯日革量率对于100L容器为0.1"， SOL客器为 1.9"，优于设计

指标，这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性瓦的主要售量列于夜 1 .1 .......幢篝

项 目 DC-se (seL) DC-lit (100问

窑量[L] " 100

实际害事~lLJ S5 110

"径["III] 100 ‘"总高[..m] 1100 章101

厕量[tl) 15 100

If军压力[taffe Bll} u.s UHU 0.5 (袭1.0

设计压力[tar/e.') 1.0 1.0

安全间工~压力 ,‘‘酶.l/e圃 }

一缰 0.5 0.5

二缀 0.7 0.7

民主二|
2.53 1.31

...发事un
<I.t <0..

二、设计思想及结构特点、计算结果

(1) ..量计

性瓦罐热结格呆用目前比较流行的精型式-多屏式结掬.多'绝熟的辐射醇篇有侍导

'的作用 lE' ，可使向内辐射的大部分热流传到霸臂，也藕友的冷氯气带走，因而降低屏温，更

好地量断辐射热流， (与多层绝然比桂〉可大大蜡少'巅，抽空也辑容易.一艘，采用10

Zl'院就可耐少大部分热施?21 ，丽'撒在却刷上时，鼻的精细1对绝热贡献甚微，甚至反而增

加传热量.这里，我们采用20屏.为强化氯气与颈臂魏热，强啻内锺帘环氧被用'铜管，使藕

友的冷氯气从颈营内堕与环.管外壁间的挟小环形空间通过.性瓦顶躏谩布阔气盒，使冷气

在盆内有一段时间的停圃，冷却霄嚼，也布利于臂件的安最.

<I> 肉'寞..It
小型社瓦一般采用霸臂晕吊形式，这种结钩使仕瓦的热传导畸至最少.但由于霸啻锢薄

(O.3-0.5mm) ，内E跚量中心距直撞点远t缅啻候/fsoomm以上)，楠商震动，就在焊接

处〈回JA址〉产生很大的应力，很容易造成性瓦的醺挥.

现们tt对这个问题，果用搜钝曹密蝉，球副-a圃情动支承， (罔 1. 乙) ，这种蜡掬允许

内胆何一忘的晃础， jm焊罐炖凡事不受冲击力，外先r部攀高·挡壳It，限制冕#J帽鹰.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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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空赢悻远程运输时，设有加强抨，与内胆底部连搓，相颈营一起承受冲击力，增加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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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 须管联连接形式

•
<I> 捕'提瞿.

桂瓦顶端的扶桂圆设计成中空，与国气盒连通，用作精tt窑租，防止社瓦产生压力振

蔷.如后述，在试验中起良好作用.

<. >使用与曹金
为了使用方便，回气盒上设计有快最接头，其上有进排擅口，被面计插口，配有压力

者，回飞球阀.通过回气阑可控制桂瓦内部压力，方便进、排液.还装有两缰安全间，当气

体太 E麓发豆是第一级安全阀冻住不起作呵时，第二级安全阁可保妒容器不曼破坏.还设有可

卸式抽空间，当性瓦王作一段时间《一融为一年以上) ，绝热性能有所下降时，可方便地进

行抽空.桂瓦上还裴有活动底盘，可在实验室内移动.桂压的结钩示，意图如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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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桂瓦主要材科用 lCrllNi:JTi 不锈钢.其内胆设计时只考虑承受外厘，可以蜡小壁厚.设

计参鼓，主要计算结果列于表 2 0.2 .讲..忌"告'篇篇'民

UJUla 副司刷品|
1;::|:|:::|:i:::i:1

设 Hf巨力
【外压}

[kSf/em!] 1奇古l41主11
!:1:!:::1:

比例【'‘〉

60L
传热项日

多屏绝热的传热计算十分繁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校简单可行而又比较准确的计算

方法.这里我们采用基于实验基础之上的表现导热系数注:1 ，烹I传热进行估算.屏与噩啻

连接的位置采用平均分布，因为屏敢轻多，此种方法同样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为计算方便，把传入的热量分为封头、筒体及颈管三部分四项，结果列于表3..3 ..笛篝籍'

|100L|

| la祝1 I 叫ωi二击机1
.下封1、 9.10X 10-· 3.1 1.15XI旷· 2.5

简 体 2.15X二.， ••• '.S.XIO-· '.1
须管口辐射 5. ,.xHr' D.1 ..4IXIO-' 11..
须管传导 2.26X 1旷' 11.4 2.4SXIO-' 11.'
总洒热 3.11X 10.' 100 3.oeXIO-Z 100

u蒸发率<，，) 1.31 2.53

四、加工工艺及抽空

(1)幌帽"工

机械加工由本所实验工厂承担.

(I) 撞'

众所'再知，杜瓦的绝热1在陆在于真空，因此，施五过程中的幢刷工作，几乎诀定了窑搞

研试的成败.我们按下边方挫决定栓漏要求.

窑器总气载，

P, -Po II

Q.<- 一 -li-v ( 1)

.中 PI 维持寄器L作的最高压强， EPa] ,

h 从裂系统封离时的压强， [PaJ ,

t 容器抽空间隔时间， [5] ,

V 真空容枫， [L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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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最大揭率为总气载的击，即

9 ‘ -Po
ο-'"王一;--~_~.u_~V....." lOt ( 2 )

我们按容器工作一年计算，民定最大漏不为6.67xlO- a [Pa·L/吨。用ZLS-23 型氨质谱

栓嚣倪栓漏.由于内胆不允许抽空，采用眼抢桂橙黄，由于吸枪法灵敏度低，为此充入0.3

襄庄的氨以提高灵敏度.

(I) ..煌"曲事.
绝熟施工是杜在质量好坏的关键之一，必需严格进行.首先是绝热材料的清洗.对铝宿

用酒精嗣洗后，再用丙嗣漫f包24小时，吹干后置于烘箱烘烤，为防止火灾，先置于40 ......

60'(:下候并矗凤、至气味佳小时才缓慢升至 80 -100'(; 烘烤 48小时.尼龙纱则用洗涤液穰

挠，再用酒精浸泡，眈干后用 50-60'(:烘8小时以上.

包扎前先按层穰好，两种材料一起置于烘箱内用 50"C左右烘 4 小时以上才开始包扎，随

用髓取，防止吸附水汽等难抽气体.

铝搞与颈管联接处用铜钱扎牢，以保证良好的热接触。知情不允许有横接缝.尼龙纱用

尼龙缉篝扎，并由尼龙纱隔离层控制松紧度.

接触真空的所有器件表面均严格去油，均用丙嗣.酒精清洗后吹于.环境要求去湿.干

净.包扎完后毒上塑料套运去.弧焊车间立刻裳焊.

<4> 蛐窜

因为社瓦夹层安披许多暖气物质，不采取有效措施不容易达到高真空.我们的措施如

τ，

1)断续抽空.容器封焊后即用机械泵抽低真空，每天抽一班，这样有利于材料披气，

又方便人员安排.这段时间大约一周.

2) 咽气冲洗，采用此项措施在于加速气体的脱附，抽出难排气体如水油气等，按文献

[ 4]报道，呻挠了三次.

3) 抽空中对内胆用电热器加熟，维持80"C左右，外壳也用电热被加热.

在开始用高真空机组抽空时，也采用了间断抽空，最后连续拍至1.33x IO-·Pa 以上，

24小时不变才封离停囊.

另外在偏重1.33x 10-JPa时对性瓦进行一次检捕.

五、低温检验

低温栓验的目的在于对桂瓦进行结构考核和测定蒸发事.

(1) ..幢幢

对'自批睿器均进行了LN.试验，并测LN.燕发?仇 IOOL容精克入40L左右的 LNu 50L

窑'克入20L左右，热平衡后开始进行藏发牢测定，流程如四 3所示.阳气放空.蒸发啡:

leOL容帽的的为O. 35" , 50L((J为0.5%'，低温下工作均正常.

('> ..幢幢

导



为节约液氮，对两种睿器各只取一个进行试验，流程仍如回 3 ，回气回收.测试时100L

容器克入80L左右， 50L容器无入40L左右.

阔气

图 8 蒸发率测定

I. ， 液面计; p ，压力~; Q: 气体1/.i _it， U: U~~压力计， T: 温度计.

测试时，当氨回收系统压机工作时，IOOL容器因未焊上消震扶栏圃，产生压力振荡，液

篝大量蒸发，压机停止工作即消失，而50L容器却极为平穗，可见j肖震扶栏圃起了良好作

用.因此在IOOL容器上又辑上了消震缸.

测得的氨蒸发率， IOOL容器为0.8"， 50L容据为1.9".

测定结果列于衷4 ， LN I , LHe蒸发率曲线见图4，困5.

.4 黯a事'窟.. eYe>

编号

LN2蒸发事

LHe熏发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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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客嚣的实测结果，均优于设计指栋，绝热效果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而且结构可

靠，附件齐全，操作使用方便.但是由于是试制产品，还存在体枫较大，外型不甚美观等缺

点，有待今后改进.

束结-二.~
f 、、

此项设计囱张居仨主持，李影云、 ~J保德同志参加，机加工后期及组装.栓漏、抽空的

工作曲何鹦、曾凡安负责.

任连楠、李焕杏.王寿设等同志对工作进行了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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